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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吉是南國猶大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重鎮，
每逢外患侵入 總是先攻打拉吉
每逢外患侵入，總是先攻打拉吉、
然後進逼耶路撒冷。

拉吉

1932 – 1938 拉吉舊址出土 21 片陶片，

稱作拉吉信札或拉吉信件，
 是 588BC 一位駐紮在拉吉的軍官所寫的信件內容
 那段時間就是尼布甲尼撒準備要圍攻耶路撒冷的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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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四7 那時，巴比倫王的軍隊正攻打耶路撒冷，

又攻打猶大所剩下的城邑，就是拉吉和亞西加。
又攻打猶大所剩下的城邑
就是拉吉和亞西加
原來猶大的堅固城只剩下這兩座。
拉吉信件中，有一塊記載…
一位在瞭望台上觀看軍情的軍官，寫信說 —
「亞西加的烽火訊號已經消失了」，
暗示這座城剛被巴比倫帝國的軍隊給攻陷。
當時耶利米告訴西底家：
 你已註定成為巴比倫的階下囚，
你已註定成為巴比倫的階下囚
上帝給你好多的機會、但是你始終不肯悔改…
 但你會在戰爭當中倖存下來
但你會在戰爭當中倖存下來、不會被殺害，
不會被殺害
縱使你原是尼布甲尼撒所設立的攝政王，
但你死的時候，百姓為你哀哭，
會像對待歷世歷代正統的王一樣的隆重

這是一個考古重大的發現 —
這些文獻讓我們更多進入 耶利米書
所提到南國猶大末年，遭遇
尼布甲尼撒攻城危機的歷史
尼布甲尼撒攻城危機的歷史…

或許是因為感受到敵人攻打的可怕，
西底家王跟領袖、百姓，竟然跑到耶和華面前，
表達出謙卑、要跟上帝立約的心 —
從今以後，決定按律法去行事為人，其中 —
「族人中有人因著窮困的緣故、把自己賣為奴隸，
當第七年安息年、或七七四十九年隔一年禧年時，
要釋放受壓制、受捆鎖、賣為奴的人得自由。」
可是從來沒有做這件事。
現在被圍城、害怕了，跟上帝立約說
現在被圍城
害怕了 跟上帝立約說 —
我們決定按律法書的交代來做，
決定放這 群可憐人
決定放這一群可憐人，
也就是經常壓榨的這些我們的同胞，
釋放他們得自由 讓他們回去
釋放他們得自由、讓他們回去。

卅四18a 猶大的首領、耶路撒冷的首領、太監、祭司，

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，分成兩半，
和國中的眾民曾將牛犢劈開
分成兩半
從其中經過，在我面前立約。
原文意思「劈 」，劈成兩半，立約者從中走過 —
 如果違背這約、就會被劈成兩半、不得好死
果違背這
會 劈成 半 不
 付上生命代價立「劈約」
立約之後果然聽到好消息 — 埃及的援兵到了，
埃及的援兵到了
 巴比倫的軍隊離開耶路撒冷、危機解除
 他們一樂，跟上帝所立的約全部都不算，
他們 樂 跟上帝所立的約全部都不算
把曾經壓榨的人找回來、繼續作牛作馬
這些人的行為，形同當年出埃及時所面對的法老王 —
是硬著頸項的
是硬著頸項的人，上帝不斷地警戒，他老是出爾反爾，
帝不斷 警戒 他老是 爾 爾
最後帶領追兵去追殺他們，全軍覆沒在紅海當中。

— 約雅敬王年間，
上帝吩咐耶利米 — 去邀請一群人吃飯，
去邀請 群人吃飯
那一群人叫利甲族，是利甲的後代子孫…
 代上二55 利甲是基尼人，是半遊牧的民族
 士一16 摩西的岳父就是基尼人，
子孫跟著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，在城市邊緣支搭帳棚，
過著半遊牧的生活方式。利甲就是基尼人的後代

卅五 從西底家王倒敘回到前面一位王

王下十15-23 北國的耶戶曾邀請利甲的兒子約拿達，

看他如何除掉亞哈斯王朝、巴力的眾先知，
看他如何除掉亞哈斯王朝
巴力的眾先知
 約拿達有可能是戰車製造者、或是修理的工匠
 或為了遵守祖先半遊牧的生活
或為了遵守祖先半遊牧的生活、避免被同化，
避免被同化
定下規矩 — 要求利甲子孫們堅守不准喝酒、
不准種田 不栽種葡萄園 不蓋房子，
不准種田、不栽種葡萄園、不蓋房子，
只住帳棚，繼續維持遊牧人的生活

沒想到南國猶大人竟然效法當年埃及法老王的作為，
不僅奴役他們的同胞，
僅
而且在耶和華上帝面前立了約、出爾反爾。
這種在上帝面前發誓立約、結果又反悔，
豈不就是上帝一向責備他們的罪孽嗎？
 跟尼布甲尼撒立約，他們也背約
 跟上帝立約，他們也背約
 跟奴僕在上帝面前立約，也再次背約
所以耶利米告訴他們 — 你們這群習慣欺騙、出爾反爾的人
有禍了！別以為巴比倫這一次離開是永久的，
他們很快就可以消滅埃及的軍隊、回來打我們！
他們很快就可以消滅埃及的軍隊
回來打我們！
卅四22 耶和華說：「我必吩咐他們回到這城，

攻打這城，將城攻取，用火焚燒。我也要使
猶大的城邑變為荒場，無人居住。」

利甲族的人原本住在北國，
 722BC 北國被滅，他們慢慢往南遷移
 尼布甲尼撒侵擾南國猶大的過程當中，
不斷逼迫利甲人，他們為了保住的生命，
只好放下遊牧生活，逃進耶路撒冷城
耶利米才有機會邀請他們共享飯食。
席間耶利米擺出了好酒好菜，請利甲人喝酒同樂，
 沒想到利甲人只吃好菜、不敢喝好酒
 事隔兩百多年，還是謹記
老祖先約拿達的教訓 —
 不准喝酒
 不要過都市人的生活

利甲族忠於祖先的諄諄教誨、美酒當前不為所動。
這 群在城市人看來猶如鄉巴佬
這一群在城市人看來猶如鄉巴佬，
 某方面的表現比耶路撒冷城的人
更加地有忠有義！
 時空穿越兩百年，他們還不敢忘本、
不敢跟都市人生活合流，
嚴守遊牧生活、過著單純事奉上帝的日子
耶路撒冷是上帝所立的居所、
聖殿所在地 有律法教導的地方
聖殿所在地、有律法教導的地方。
雖然住在那裡，他們記念一件事 —
祖先怎麼吩咐 他們就怎麼做
祖先怎麼吩咐、他們就怎麼做，
在那個地方，
還是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。
還是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

上帝也透過這場事件，顯出南國猶大王約雅敬的邪惡跟悖逆，
約雅敬的父親約西亞王，
約西亞王
非常敬畏上帝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
 利甲族的祖先約拿達死去了兩百多年，
子孫還是遵行他的吩咐，愛主、愛神、分別為聖
 約西亞王才去世不到五年，不肖子約雅敬
早就把爸爸對上帝的敬畏、一切的吩咐拋到腦後…
約雅敬還做了一件人神共憤的壞事 —
竟然拿刀 割破耶利米記錄 十 年的預言書
竟然拿刀、割破耶利米記錄二十三年的預言書。
這件事發生在約雅敬王登基的第四年，
耶利米請巴錄把 十 年的預言做好整
耶利米請巴錄把二十三年的預言做好整理，
請巴錄帶到聖殿讀給百姓聽，
因為耶利米已經被下達一個禁令
因為耶利米已經被下達
個禁令 —
不准出現在聖殿，否則會有生命的危險…

卅五17-19 因此，耶和華萬軍之神、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

我要使我所說的一切災禍臨到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
我要使我所說的
切災禍臨到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
一切居民。因為我對他們說話，他們沒有聽從；
我呼喚他們，他們沒有答應。」
耶利米對利甲族的人說：「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
因你們聽從你們先祖約拿達的吩咐 謹守他的 切誡命
因你們聽從你們先祖約拿達的吩咐，謹守他的一切誡命，
照他所吩咐你們的去行，利甲的兒子
約拿達 永
約拿達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。」
侍
我 前 」
這樣的宣判、看到一個強烈的對比 —
 有上帝的律法
有上帝的律法、聖殿所在耶路撒冷人，擁有這一切，
聖殿所在耶路撒冷人 擁有這 切
卻不遵循上帝的誡命、先祖傳留下來的信仰
 利甲人只是鄉巴佬，卻嚴守祖先的諄諄教誨，
他們的心、行為，活出以行動實踐上帝話語的樣式
耶和華上帝透過耶利米，宣判對利甲人的祝福，
也責備對猶太人背約的審判。

巴錄在約雅敬王第五年九月，
趁百姓集體禁食的日子中 讀出耶利米的預言書
趁百姓集體禁食的日子中，讀出耶利米的預言書。
 604BC 十二月，巴比倫軍隊
沿非利士海岸揮軍南下，攻取了
亞實基倫，位在南國猶大不遠處
 南國猶大非常的驚慌，耶利米請巴錄
在那日子中，宣告過去二十三年來的預言書
當時百姓恐懼戰兢，聽到這些話，生發出敬畏之意。
當時領導禁食禱告會的有幾個人，
當時領導禁食禱告會的有幾個人
 沙番是約西亞王年代重要的書記官，
曾把重修聖殿時發現的律法書
呈給約西亞王、閱讀給他聽
 沙番的兒子亞希甘，曾經護衛耶利米的生命
 現在另一個兒子基瑪利雅，也成為耶利米的保護人

他們聽到巴錄讀耶利米的預言書，
就吩咐巴錄 耶利米說 — 你們要藏好，
就吩咐巴錄、耶利米說
要藏
我們現在要把預言書帶去給國王看、讀給他聽；
先前已經看到烏利亞被國王殺掉，
利亞
預言書呈上之後、你們生命可能遭遇不測…
當文士、百姓禁食禱告的時候，
國王約雅敬絲毫不以為意，
對國家可能遭到攻擊一點感覺都沒有。
請猶底幫他讀耶利米書的預言書
請猶底幫他讀耶利米書的預言書，
 才聽了沒多少、就感覺非常不耐煩，命人
把預言書拿過來 割破 丟到火爐裡
把預言書拿過來、割破、丟到火爐裡
 包括身旁的大臣，完全沒有先前
文士跟百姓聽到上帝話的恐懼 戰兢
文士跟百姓聽到上帝話的恐懼、戰兢，
彷彿只是丟一根火柴那樣的輕而易舉

這句預言六年後應驗 — 約雅敬投靠埃及、背叛尼布甲尼撒，
代下卅六6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上來攻擊他，
布
來 擊
用鎖鍊鎖著約雅敬、要把他帶到巴比倫去。
598BC 十二月七日，約雅敬死在被俘的路途、
十
約雅敬 在被俘的路途
屍體拋在城外，應驗 耶廿二 的預言…
廿二18-18 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約雅敬：

人必不為他舉哀！他被埋葬，好像埋驢一樣，
人必不為他舉哀！他被埋葬
好像埋驢 樣
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門之外。
耶利米擔任先知，約雅敬是南國最壞的國王 —
 恢復父親約西亞王生前
不斷拆毀的偶像神壇、去廢棄的偶像崇拜
 還背逆律法、逼迫先知、撕破、燒毀聖經，
為全國的百姓做最負面的示範

當年約拿到亞述尼尼微城傳講悔改信息的時候，
包括牛羊在內都披麻蒙灰
包括牛羊在內都披麻蒙灰，相信先知的話是從上帝而來，
先
是
帝 來
只能為國家、社會、個人的罪孽，深刻的懺悔。
約雅敬、朝廷重臣，竟都是昏庸沒有靈性的人，
不如當年的尼尼微人
 更不如謹守祖先的誡命、過著分別為聖、
耳人
甲
猶如拿細耳人生活的利甲族人
約雅敬跟大臣，隨便就把上帝的話當作柴燒了


耶和華上帝吩咐耶利米重新寫一卷預言書，
添加一些先前沒有的內容之外、也宣告 —
卅六30 耶和華論到猶大王約雅敬說：

裔中 沒有人 在
寶座
他後裔中必沒有人坐在大衛的寶座上；
他的屍首必被拋棄，白日受炎熱，黑夜受寒霜。

他當年割破聖經、燒毀聖經，
任憑文士 百姓在外面禁食禱告
任憑文士、百姓在外面禁食禱告，
 三兩下的把上帝的話摧毀，
以為耶利米的話、審判都不會臨到身上
 哪知道六年後，自己也三兩下被解決掉 —
死亡、被拋在荒野
是當年舒舒服服坐在王宮、無法想到的結果！
當年他嫌棄父親約西亞王所蓋的皇宮，
向百姓課重稅 為自己蓋香柏木的房子
向百姓課重稅、為自己蓋香柏木的房子；
他用丹紅色的漆為他的皇宮上漆時，
恐怕沒想到 — 最後的安葬之地竟是亂葬崗。
最後的安葬之地竟是亂葬崗
這是一個不敬畏上帝之人的結局，
值得我們作為警戒跟提醒。

